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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空气清新、花开四季、瓜藤攀
架、鸡鸭觅食，好一片宁静自然的田园。
热闹现代的城市生活虽然方便，但每天
步履匆忙，熙熙攘攘，没有乡下的那份闲
适，更没有乡下独特而迷人的景色。

离开城市，来到乡下，深吸一口充满
生活气息的新鲜空气，让呼出的空气带
走你的压力和烦恼，整个人瞬间变得轻
松。乡下天高云淡，空气舒爽，处处种满
了杏树、桃树、梨树、梅子树……果实成

熟的时候，飘香万里。一个个果实饱满
诱人，挂在枝头，沉甸甸的，如同村中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样。

乡道上，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觅食，
这儿啄几下，那儿啄几下。发现了能吃
的东西，总要先让给小鸡。大公鸡与老
母鸡的生活截然不同，整天挺着胸脯，雄
赳赳，气昂昂。找到了食物，总要自己吃
完，若有别的公鸡来抢，它还会小气地尖
叫着将对方驱逐。鸭妈妈带着小鸭快活
地嬉戏，一边游，一边看着风景，时不时
地还把头扎进水里找点食物来吃。

早晨，如果你想早起，不用担心没有
闹钟，晨光微露，鸡鸣不断，伴着最自然
的声音开启这一天的好心情。傍晚，纺
织娘和蛐蛐会一起深情地为你唱催眠
曲，直到你深深陷入香甜的美梦中。

乡下的人们和蔼可亲，会热情地向
你打招呼，即便是陌生的人都仿佛邻居
般亲近温暖。他们也会很多城市人不会
的技能，比如，捏泥人、画糖画、做布鞋等
等。在乡下，你总会看到这样一幕：人们
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闲聊起来，小娃娃
们在绿荫下读书玩闹。

这些景，这些人，这些物，构成了一
道最美最迷人的风景线！

教师点评：“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
烟火是人家。”这是古代文人笔下的乡
村。清新雅致，闲淡自然，是你眼中的现
代农村。朴素细腻的文字中流淌出你对
乡下美景的喜爱，景中有画，动静相宜，
是你独特的观察。

指导老师程文文

游植物园
宝鸡高新二小二年级韩乐骐

春天来了！我们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
春游。

坐在公交车上伴着欢声笑语，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植物园。刚到植物园门口就闻见
一股花香，让我忍不住想要立刻进去观赏。

我们走进了牡丹园，牡丹的颜色真多，
有红的、绿的、白的……还有一些花苞没有
开放，像一个个没成熟的桃子，有一棵牡丹
的花枝上，开一朵紫的、一朵红的，它们好像
在小声说话。勤劳的蜜蜂在花丛中采蜜，风
一吹，牡丹花摇了起来，像一位舞者在跳舞，
让我想起了唐代刘禹锡的诗句“唯有牡丹真
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我们翻过一座小山丘，来到了九曲桥。
九曲桥得名的原因是：这座桥有九道弯，所
以叫九曲桥。桥下有水有鱼，鱼在水中游来
游去，这样的画面使我想到“鱼戏莲叶间，鱼
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
叶北。”

游园活动结束了，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
了植物园。大自然像一幅有山有水的画卷，
让我们沉浸在这美丽的景象中。

教师点评：观察细致、语言准确，形象具
体，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古诗词的引
用也为文章增色不少，结尾表达自己的喜爱
之情。 指导老师陈美瑶

粒粒皆辛苦
杨陵区张家岗小学五年级王怡玲

6月5日，正逢芒种时节，学校组织我们
五年级50名同学去杨陵王上村参加第六届
小麦文化节活动。

我们到达目的地王上村后，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大片金色的麦田，仿佛一片金色的海
洋。微风吹过，麦穗在风中摇摆，如同金色
的波浪，一起一伏。田中沉甸甸的麦穗摇曳
着，簌簌作响，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简短的开幕仪式后，小麦专家们通过介
绍小麦的产量还有小麦的特点，向参会的群
众推荐了西农836、西农920等 6个小麦品
种，我们也了解到了许多有关小麦的知识。

接着劳动实践活动就开始了。同学们一
听“实践”两个字，便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奔
向了麦田，原本安静的麦田一下子变得热闹
了起来。基地工作人员和经验丰富的农民伯
伯为我们详细地讲解并示范了割麦子的方法
和要领。我们认真地听着，仔细地记着。

终于轮到我了！我一手捏着麦穗，一手
握着镰刀，心中默念道:三、二、一，割！一
下、两下、三下，费了老大的劲儿，我终于割
下了一把麦子。望着金黄饱满散发着香气
的麦子，心中真是成就感满满啊!

同学们也跃跃欲试。大家三五成群，有
模有样地干起活来，你来割麦子，我来扎捆
儿，他来装车，我们一起来运送。大家越干
越熟练，麦堆越堆越高。烈日下，同学们的
汗珠从额头上滚了下来，浸湿了头发，打湿
了衣裳。大家没有一个人抱怨，还越干越起
劲儿。凉爽的微风，充满欢声笑语的麦田，
还有挥洒汗水的我们，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别
样的乐趣。

把麦子运完以后，我们早已汗流浃背
了。老师告诉我们，收割后的小麦，还要经
过脱粒、晾晒、去皮等好几道复杂的工序，才
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听到这儿，一股敬意
油然而生，农民伯伯真是辛苦，我们的盘中
餐，凝结着他们多少辛勤的汗水啊！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同学们早已饿的
饥肠辘辘。老师发给我们一人一张“粮票”，带
我们前往食堂用餐。望着手中的“粮票”，心中
是满满的自豪感，这可是我用辛勤的劳动换来
的。这顿杨陵的特色美食——蘸水面真是格
外的香，我想这就是劳动后的滋味吧。

干活虽苦，但果实很甜。这次活动，让
我感受到了农民的不容易，也更加深刻地理
解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教师点评：小作者亲身参与了劳动活
动，感受分外的真挚动人。既写出了粮食的
来之不易，又表达了要珍惜粮食这个主题。
作文读来思路清晰，中心鲜明。

指导老师 蒋娟娟

给母校的一封信
陕师大附小六年级柏天放

亲爱的母校：
转眼间，我已度过了6个春秋，校园里的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
师、每一个活泼友善的同学，都组成我小学生
活难忘的片段。

难忘那挺拔的梧桐树。它像巨人一般，
矗立在操场中央。6年来，它见证了我们的茁
壮成长。我想今年盛夏，梧桐树仍会像往常
一样绿树成荫吧。

难忘那红色塑胶跑道和足球场。我们在
这里做过早操、上过体育课、举办过别开生面
的篮球赛和运动会。运动健将们奋力拼搏，
同学们卖力地呐喊助威。我们第一次体会到
成功的滋味，感受到失败的感觉，也第一次懂
得了团结友爱的意义。

难忘那高大的教学楼。6年来，老师们如
辛勤的园丁一般，孜孜不倦地传授知识。黑
板上一笔一画的粉笔字，作业中工工整整的
批注，无不蕴含着老师对我们殷切的希望。6
年来，同学们永远是我最真挚的朋友。获得
成绩时，我们一起欢乐；遭受挫折时，我们携
手走出阴霾。教室里每一张桌椅，每一本书，
都记录着我们奋斗的历程。我们忙碌又充
实，我们不舍又充满期许。

多想在熟悉的校园里再走走，走过八角
楼，走过小池塘，走过我们嬉戏的梧桐树。多
想再看看我们挥洒汗水的操场，看看突破自
我的教室。再听听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同学
们的欢声笑语。只可惜光阴似水，道一声“再
见”，相信他日必会再重逢！

祝桃李满天下，来年更辉煌！
莘莘学子

2021年6月6日
教师点评：移步换景，写满回忆与不舍；善

用排比，让语言更富韵律与美感。感情真挚，
读来令人感动。 指导老师 周瑛

我的好朋友叶诗元
西安临潼三维小学六年级郭庆忱

我的好朋友叶诗元乐于助人、喜欢钻研
的品质令我十分佩服。你看他那瓜子形的
脸，聪明伶俐的大眼睛，就能猜到他喜欢看
书，又善于思考问题。只要你的作业有不会
的地方，他都乐意给你讲解，直到你听明白为
止。

有一次，数学老师出的一道数学题，我百
思不得其解。这时我的好朋友叶诗元似乎看
出了我的心思，他走过来说：“是不是哪道题
不会做了？我可以帮你分析解题思路吗？”我
十分感激地说：“好吧，谢谢你！”他拿过本子
仔细地看了看，就哈哈大笑起来，“怪不得你
想不出来，原来你把题抄错了。”他笑着对我
说。我听了一看，很不好意思地接过本子改
起来。他又耐心地对我说：“今后抄题可不能
再马虎了，认真细心很重要。”就这样我很快
作出了这道题，也改掉了马虎的毛病。

说他喜欢钻研那也是真的，有一次我在
看书时遇到一道非常难解的数学题，便把它
抄在本子上去考叶诗元，看看这个“小博士”
怎么应对。他接过本子看了一会儿，又想着
算着，后叹了口气说：“这道题真难，我算不出
来呀，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笑着对他说：“你
还小博士呢，这么简单的题怎么不会呢？”于是
我就拿着本子走了。过了一会儿，他跑过来问
我这道题怎么做？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怎
么做，这是我从一本书上抄的。”放学后，他跑
过来问我借那本书，说是他想研究研究。他拿
到书后，就全神贯注地阅读起来，我让他一起
去打球，他都不肯。等我们打球回来时，他兴
奋地对我说：“我钻研出来了，你要不要听听？”
我说：“好呀。”他像一位老师一样认真地给我
讲起来，他的钻研精神的确令我佩服。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叶诗元，一位乐于助
人、喜欢钻研的好同学。我十分喜欢这位好
朋友。

教师点评：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小作者
抓住了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来写，突出了
他乐于助人、喜欢钻研的特点，也表达了自己
和他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前后照应和细节描
写，是本文的成功之处。 指导老师 韩新剑

我出生在巴山镇，非常庆幸自己生
活在这青山绿水的巴山，而不是金碧辉
煌的城市!

夏日的巴山异常美丽，人们每日的
忙碌也为巴山增添了别样的情趣！

清晨，湛蓝色的天空似刚被洗过一
样，白云也变化多端，一会儿似爱心，温
柔极了，一会儿又似调皮的小朋友，东跑
跑，西跳跳。第一缕阳光从窗户透过，晒
醒了熟睡中的人们，伸了伸懒腰，又瞧了
瞧太阳公公，忙碌的一天就此开始了！

中午，一片寂静，可不久，又会有一
阵似交响乐的农作声传入耳畔，人们额
头上的汗珠似珍珠源源不断的掉落，可
太阳伯伯似乎就是与它们作对，时有一
二只蝴蝶飞过，在空中翩翩起舞，美极
了。快到午后一点时，人们才急匆匆地
回家吃饭，可还没休息几分钟，吃完饭又
来田间劳作了！

下午，太阳伯伯也累了，可还想密切
地关注一下人们在干什么，也有一点
依依不舍，人们也抬头望望太阳伯伯

用眼神问：“你什么时候走啊”？太阳
伯伯也有规律的回答：“我还不想走，
我也想和你们‘干活’呢”。可月亮姐
姐在不停地催促：“快回去！”就这样太
阳伯伯休息了！

月亮姐姐来了，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也睡了，老人在院子里闲聊，孩子们在玩
老鹰捉小鸡不亦乐乎。可在大人们一声
又一声的吆喝下，不得不回去。可我还
望望窗外，静静地望着月亮和星星的一
举一动，我不由自主地回过头，确实没
人，趴在窗台上，悠闲地享受皎洁的月
光，听悦耳的虫鸣，青蛙在呱呱地叫着，
形成了一首交响乐。

夜深了，一切都静了，孩子睡了，小
狗也睡了，青蛙也不叫了，一切都静了，
整个巴山都笼罩在这寂静中。

不知何时，公鸡又叫了……
教师点评：充满童趣的语言，让人读

来感觉巴山就像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美好。

指导老师孙晓丽

美丽的巴山
宁强县巴山镇九年制学校五年级 王欣琳

妈妈告诉我
一年四季
每个季节都像一位可爱的孩子
我想啊想
春，是一个温和的孩子
夏，是一个懒散的孩子
秋，是一个粗心的孩子
冬，是一个淘气的孩子
我打开这四季如画的小窗
让春那温柔的风儿
为我送来一股宜人的晨风
让夏那活泼的鸟儿
为我送来一曲动听的歌曲

让秋那金黄的稻穗
为我送来一缕稻子的清香
让冬那坚强的腊梅
为我送来一束醉人的温馨
我希望
越过这四季的小窗
用我的热血
沸腾四季的活力
去攀登，去追求，去探索……
教师点评：这首小诗就像是一杯沁人

心脾的茶让人回味，短小而意味深长；也
像闪亮的灯塔指引人前进，清晰而明朗。

指导老师高欣欣

四季的小窗
延安北大培文实验学校六年级 张学勇

乡下小景
西安高新一小四年级 雷滢诺

我叫雷滢诺，是西安高新一
小四年级学生。我热爱阅读，闲
暇时喜欢与书为伴。我也爱好写
作，曾多次在作文大赛中获奖。
我要用温暖的文字去记录更多成
长中的美好。


